
1904 東南亞 .Prince Jacobe Land - 大英博物館 
1904 歐洲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 香港 [] 
1904 中國 .齊喻 - 大英博物館  .漢 - 法律 
.. 
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 Wikipedia. 
《環遊世界八十天》是由法國作家朱爾·凡爾納所寫的古典冒險小說，於1873年出版。 注意：每間

出版社的故事版本可能有不同之處。 - 22:38 2019年7月12日 
.. 
香港係渡頭東南亞邊可能唔係我架? - 法律.雅閣 - 22:04 2019年7月12日 
星加坡:馬來西亞1957作反, 菲律賓1942年 
印尼 .Court of 天 澳門 MACAU .Myolie 
日本 殿 殿下 
- 22:06 2019年7月12日 
THAILAND 泰國 - 雅閣's 字。 .Numbers... - 22:10 2019年7月12日 
.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

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
年7月12日 
 
南海 . 美國入侵. - 22:07 2019年7月12日 What is 一國兩制? – 海信 22:43 2019年7月12日 What is 
南海問題? - 法律.香港皇家雅閣 23:39 2019年7月12日 
 
日落條款 – 1997年 .To reset all 外交公文 with United States of all it’s 契約部份…免生養死葬…並

見異者，-1 [] 632字 Head off statement. – 12:35 2019年7月9日 
要一國兩制的話就要參照日落條款。 – 1997 [] If you insist on (United States) One country (Hong 
Kong), Two system (Illegal, Illegal), you must be charged with The Sunset. – Chris Pattern 1997 
.hket. [] – 12:39 2019年7月9日 
 
1982 怯律.畏罪嘅意思 - 法律;法例禁止冒充，普通法不是法律。 以普通法(Cammon WAR)為名冒

充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根據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第17條保護令(聯合)，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及香港法例第74
條戰爭條約，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

責任，即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使用普通法者必然沒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

許，必為犯罪者。 16:33 2019年7月12日.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最終法庭_2.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香港皇家雅閣_1.pdf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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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AW 代議政制 – 1992年。BY LAW 代議政制表示必須香港皇家雅閣同意才可立法，包括草

案。 1952 All legislative bodies must follow BY-LAW standards, no private law. 97年冇立到法。 
– 09:04 2019年5月22日  
. 
日落條款 – 1997年 .To reset all 外交公文 with United States of all it’s 契約部份…免生養死葬…並

見異者，-1 [] 632字 Head off statement. – 12:35 2019年7月9日 
要一國兩制的話就要參照日落條款。 – 1997 [] If you insist on (United States) One country (Hong 
Kong), Two system (Illegal, Illegal), you must be charged with The Sunset. – Chris Pattern 1997 
.hket. [] – 12:39 2019年7月9日 
. 
小圈子選舉 – 1995年.To be (1997年) choosen by Prince Jacobe against the surroundings of US 
threatened Prince Jacobe 1982年8月6日 life 出言恐嚇. .只可以委內人選到。 
. 
小圈子選舉是香港泛民主派（泛民）對香港選舉制度的一種貶稱，意指由不能代表700萬市民的小

部分人（偏向建制派及商人）選出香港行政長官、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和委任區議員。- 01:37 
2019年6月29日 
. 
中英聯合聲明 : 中英聯合聲明 (1984)，三權分立， 行政，立法與司法, 中國 : 行政主導 香港特別行

政區 
. 
凡公司(公務機關)冇可能是Civilization文明。 – 17:17 2019年6月1日 
. 
刊憲 – 使用政府部門的規舉建立立法文件 – 耶和華 1970ad。 
刊憲通常早於法例定立 – 中學教材 1995 
NOTE:偽冒的不是刊憲。 
. 
五十年不變 – 1984年. To be encertain Hong Kong will return to Britain again in certain years after 
the invasion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香港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1983年，.Hong Kong in self interest of China, is only few 
people +266字.  
. 
香港前途談判 – 1992年 .Hong Kong is Jacob’s, His well being is all our responsibility – Chris 
Pattern 1991 – 15:10 2019年6月10日 香港皇家雅閣之文明中華母后(QOC, 於九龍塘喇沙書院在知

情下被改成死亡部隊.所以收回。)於香港的前途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任何關係。- 香港皇家雅閣.
工務.當局.獅子山.國君.梁逸駿太平紳士.聖經舊約.維他奶.蘋果日報 – 04:38 2019年6月18日 
. 
MADE IN HONG KONG – 1992年 .香港皇家雅閣負擔生產。- 02:26 2019年6月29日 
. 
NOTE:普通人係冇權用weight稱. 普通人用嘅係法碼, as seen in Bible. 這 (裁判官.中間人) 不是普

通人嘅法碼, 中間人(Magistrate)不準執法。. – 雅閣.法律.終審庭出面隻像.正義女神象徵法院公正. 
11:26 2019年3月7日. link 
. 
1957 公務員 .Reserved word. 
公務員(1983, Public Servant)應為工務員(1957, Public Servant)。 
公用 1952 政府容許公務(公文)使用。 (政府 =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公文用嘅係公司 
Limited Company，私人用咪就咁叫私人(李縱姓堂 .Even you call yourself a Court you are not a 
Court if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say all Court must be FILED under 法庭規例 C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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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Audience All Courts must be registered. 所有法庭皆已作廢。68-12件. – 23:44 2019年6月1
日) – 1957 - 08:40 2019年7月13日 
. 
逆權侵佔 – 2004年 .逆.Treason 權.To Authority. 侵佔.Steal and Thievery of Land of Government 
1998-2002 終審庭 – 17:42 2019年6月29日 邊個(逆)? .Hong Kong Police 涉嫌教唆他人誘導陪審

團.6410字 – 12月2004年 19:21 2019年6月29日 逆權侵佔（英文：adverse possession）係普通

法概念 
. 
Orginating Summon. 死於地獄的原罪者的最後禱告。 - 07:24 2019年7月13日 link 
. 
Garnishee Order .揀得罪業就要.5300字 - 07:26 2019年7月13日 link 
. 
Magistrate 中間人 (買賣貨物的態度) - 07:33 2019年7月13日 link 
NOTE:裁判官(中間人)≠法官. 12:42 2019年3月6日 
NOTE:偽造虛假誓言之裁判官(中間人)≠法官. 12:42 2019年3月6日 
NOTE:刑事檢控專員 中間人 = Magistrate ≠法官. 12:42 2019年3月6日. link 
. 
十二年免費教育係香港獨有嘅。 – 15:42 2019年6月14日 .Free Education is for good people 
personality – Shima 1992. – 15:45 2019年6月14日 花咁多錢唔知養你做咩。 .It’s for your concern 
if you use 免費教育津貼，又作反雅閣嘅話，免生養死葬，不得好死，以警效尤。 – 香港皇室 .示. 
1990年  
. 
維他奶 – 保護佢如果唔係D奶做咩養你。國君。joseph the lord your god the great. – 21:37 2019
年6月13日 
. 
十字牌牛奶 – .Mission (傳道) Failed 因為要飲人地嘅 1970. – 04:53 2019年6月24日 .傳道嘅責任

盡在神身上，克盡己任，克己服禮。克己復祉係假的。 – 13:22 2019年6月25日 
. 
蘋果日報 – 搶佢D錢嘅人聽住你冇好死，由一開始都係咁寫嘅, Everything is forever certain that if 
you treason God you will die in vain. – 美國立國 1853年. – 11:47 2019年6月14日. 
. 
富商多因努力 of 多於1代。 - Shima - 17:01 2019年6月14日 
. 
Mark, 6:4 - But Jesus said unto them, A prophet is not without honour, but in his own country, 
and among his own kin, and in his own house. 
. 
John, 6:8 - One of his disciples, Andrew, Simon Peter's brother, saith unto him, 
. 
John, 6:29 -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unto them,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that ye believe on him 
whom he hath sent. 
. 
公信力 Authorative, according to LEGAL, the rank of your letters you have to publiced to be seen 
as truth. – 20ad - 07:29 2019年7月13日 
. 
界限街以北是否新界(New Testament)。 定 新界(New Terri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

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

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年7月12日 tories)? 新界:新的將來, NEW 
TESTAMENT - 08:10 2019年7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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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LAW of Britain，漢高 （中國 …） Keeper – Oathed Land Owner. At pleasure ground 
means under System 1 is the First who is 梁逸駿 (111) At the first place who is 梁逸駿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dubbed the lot to keeper. 唔係夾硬搶。Project Sequence 
Evaculation. 創世時期之地契一般於2042年到期，所以冇可能有999年樓契嘅樓，除左夾硬尼之

外。 2042年之後之樓契是根據地契是否能夠續期而定，或地契是否還有效而定。 - 08:10 2019年7
月13日 
. 
LAW OF BRITAIN, 終審庭出面隻像,  
根據LEXISNEXIS香港簡明英漢雙解法律詞典THE CONCISE HONG KONG ENGLISH-CHINESE 
LEGAL DICTIONARY 第535頁 法官／正義 JUSTICE 之第3項..並由上帝作決定 (.. DETERMINED 
BY GOD.) 之 上帝 (GOD)。本人，RECORDERS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F 
THE HIGH COURT, MR JASON POW WING-NIN, SC. LEUNG YAT CHUN, SHIMA, JUDGE OF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漢高，鵰，THE LORD YOUR GOD, FAINX, 礻Ξ星曆, 
LAW OF BRITAIN。LE, SHIMA,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最後決定由HOUSE OF 
LORDS 英國上議院代表。 - 2019年1月 - 07:41 2019年7月13日 
. 
莊豐源案是2001年在香港終審法院判決中國大陸戶籍居民在香港誕下的男童莊豐源的居港權的案

件。將封源. 
. 
長腿叔叔 – ABC Bank 起源 
ABC Bank Attached B Syntax 起源 起源者 Starter, 成全人 Willer, 立法人 Deeds, 擔保人 
Guarantor 都得起源值為 2 Infinity Balance，過後需完全賠償，擔保者需一同賠償如涉貪。最高之

起源者為雅閣。 
ABC Limited – 長腿伯伯 大笨像銀行 Company Registry. 即(提供的)係無.限公司。 
. 
公司 – Limited Company !!! 19:35 2019年3月14日。 
…能擁有公司的人均需是創世EST4506人仕或其副本。… [] /.  
. 
公司 – Limited Company !!! 19:35 2019年3月14日。 …能擁有公司的人均需是創世EST4506人仕

或其副本。… [] /. NOTE:Christianity Failed 神愛世人。 09:33 2019年3月13日. 海 意靈 Holy 
Ghost 公司 信 信仰 Catholic society 應召 ! 前 判官 Court System 責任 ! ! ended as of no new 
member allowed. 2月17日2019年. NOTE. 公司 – Limited Company !!! 19:35 2019年3月14日。 
公司 – Limited Company !!! 19:35 2019年3月14日。 
…能擁有公司的人均需是創世EST4506人仕或其副本。… [] /. 
NOTE:Christianity Failed 神愛世人。 09:33 2019年3月13日. 
海 意靈 Holy Ghost 公司 
信 信仰 Catholic society 應召 ! 
前 判官 Court System 責任 ! 
! ended as of no new member allowed. 2月17日2019年. NOTE. 
公司 – Limited Company !!! 19:35 2019年3月14日。 
- Jason Jacob 雅閣.阿當 
. 
Unit. 度量衡 – The ultimate answer is 42. 公文用嘅係公司 Limited Company，私人用咪就咁叫私

人(李縱姓堂) – 1957 香港以前係唔比用。本應中學會教(8成國家)。 Copyright fanix(FAINX)，根

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上帝。 
. 
ABC BANK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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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Bank Attached B Syntax 起源 起源者 Starter, 成全人 Willer, 立法人 Deeds, 擔保人 
Guarantor 都得起源值為 2 Infinity Balance，過後需完全賠償，擔保者需一同賠償如涉貪。最高之

起源者為雅閣。(-132AD) – 14:11 2019年6月2日 
. 
BANK A, Bank B, Bank C 分別為三粒星，兩粒星，一粒星香港居民，各自享有不同條件，每年政

府付出數已800億Balance照顧人口。權益的分配由國旗(香港)來定 (1932)。沒有人一開始就擁有

一切，除了皇室. – 齊喻 (2018)。DEGREE 程度，皇室對你信任程度。How to write commerce 
without pay the Citizen? (-1837AD) No for certain (冇得, -1572AD,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 14:10 2019年6月2日 
. 
NOTE:資源分配 皆由當地文明Civilization，國家 Civilization 分配給旗下，非旗下公司 公務機關 
Limited Company 限制 人數 130人，由國旗提供。 11:30 2019年3月22日 
. 
DEGREE 程度 皇室對你信任程度。 一個Patent都用唔到嘅Degree你讀尼做咩？ ILLEGAL之
Degree不會分得任何經濟資源。- now. 示 - 07:23 2019年7月13日 
.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 – 英譯:Hong Kong University defined by Leung Yat Chun Joseph to apprefix 
公開 because Hong Kong University has decended for illegal drug [] cases. 1994年. 英譯:Hong 
Kong Open University is sponsored fully funded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Leung Yat Chun 
de Jacob. 英譯:如有唔明請向最高法庭查詢。 英譯:中譯:香港大學。belonged to Leung Yat Chun 
[.] 23:33 2019年3月19日. 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Magic. 香港大學 .Hong Kong is British Colony 
1979. – University. 香港大學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University. - 08:43 2019年7月13日 
. 
蘋果批(Pi Day) – 阿當包保.你一定Reprieve FAIL 1992 (2019) 士多 月皁利 新地 – 英譯:We 
consult you have no right to believe in US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2. 1982 新地皇 – 英譯:
New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2 中譯:(白宮割讓白宮.第48次/總計993次). 
. 
麥麥走飲管 NOTE:DO NOT TRESPASS. 11:40 2019年3月17日 
. 
American 1 Dollar FED ERAL RE SERVE  NOTE THE UNITED ST ATES O FAMERICA (破產)
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PTS, PUBLIC AND PRIVATE (伊個係一份合

CAP.4 合約 所有合約皆以英方樣式為準。約.) 這不是合約 – JUSTICE. WASHINGTON (Coka 
Cola), (and)  D.C.  (Danish Columbia) (ROYAL DANSK Danish Butter Cookies) 原來係白宮曲奇呀. 
ONE DOLLAR 所以我地只值一蚊 就係咁啦. 
. 
普通法▽法▽一種專業(Professionism)嘅態度(To steal in Journalism)去對待法律: LLB – ▽法▽學

士. 態度 – To steal in Journalism. 
. 
1982 怯律.畏罪嘅意思 - 法律;法例禁止冒充，普通法不是法律。 以普通法(Cammon WAR)為名冒

充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根據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第17條保護令(聯合)，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及香港法例第74
條戰爭條約，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

責任，即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使用普通法者必然沒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

許，必為犯罪者。 16:33 2019年7月12日. 
. 
1967 Primary Industary .漁農署(地主) .Lot Keeper .香港皇家雅閣 
1967 Secondary Industary .稅務局(黨政) .IRD .I Right Determined. 
1967 Tertary Industary .地政總署(擁地) .Lord .擁地嘅係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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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稅 1982 怯律.畏罪嘅意思 – 法律;法例禁止冒充，普通法不是法律。 以普通法(Cammon WAR)為
名冒充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根據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第17條保護令(聯合)，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及香港法例第74條戰

爭條約，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責任，即

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使用普通法者必然沒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必為犯罪

者。 16:33 2019年7月12日. 務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

追殺。- 16:16 2019年7月12日 局 中譯:(偽造公文) 英譯:”Uni死亡 Sta死亡 Do唔準”. “Udeadinvain 
Sdeadinvain Ddeadinvain”...稅務局 
NOTE: 哦USD，咁IRD 時代已經完結啦. – #6THE LORD YOUR GOD, 13:20 2019年1月26日. 
清代一下子進入明代，香港。 
. 
1992年之前小學一定會教。 
 
T ert 唔準 ary .(一級盜竊香港土地:...搶... .根 據 土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

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地契 約 (.WHITE 
HOUSE COMMARADE WISH TO STEAL.6410字)) 
 
樓契 LAND LOT 
地契 LOT 
 
2004 Mass Med i. a .傳(一級盜竊香港土地)死 - 05:02 2019年7月13日 
 
1992年之前係假合約 (.In search for distance...) 
1992年之後係祈禱紙(告解) (.^wish to nin) - 05:07 2019年7月13日 
1968 1987 1992 1998 2004 2008 2019 重大事件(作反者大批死亡) - 05:09 201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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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Primary Industary .漁農

署(地主) .Lot Keeper .香港皇

家雅閣 

 

1967 Secondary Industary .稅
務局(黨政) .IRD .I Right 
Determined. 

   

1967 Tertary Industary .地政

總署(擁地) .Lord .擁地嘅係

Lord. 

 

1992年之前小學一定會教。 

 
香港.粵廣總督.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最終法庭.最終皇帝.黃佩琪.梁
逸駿太平紳士.法律.天马座.匿獅Lion  - 22:26 2019年7月12日 
匿獅Lion .History itself speak to Leung Yat Chun Joseph JP MBS JUDGE - 17:29 2019年7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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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 (842ad) - 漢光 (皇帝) 

   

 
Star Wars: The Last Jedi (2017ad) 

   

 

 
Project Jenovoh Consequence Apex (流星計劃) - Elpased 4506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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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 : 神 The Lord Your God 同學。 | 林肯, 富蘭克林, 拿破崙(.), 蔣經國, 張鴨記, SIR白食, 天主 / 
富士 / 雅閣 (粵廣總督) / 阿當(.), 漢光, Matthew, Luke, Trace Mom | CAP.162 沙士 任何人襲擊沙

士者皆會被檢控。 
 

 
 

Martin Luther King, Jr 
(Matthew) 

Lincoln 
 

富蘭克林 

The Lord Your God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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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益州. 
30本書.吳克儉 教育局長 is Jevoh,  
所有的真和假都有其真正含意 - 公呎, 天主教, 耶和華 23:22 2019年7月12日 
九龍皇帝.黃大仙.James - 13:32 2019年6月12日  
黃子華.劉備 is Lord Jesus. 08:58 2019年5月29日.  
陳豪.張飛 is Moses. 09:10 2019年5月29日. 
胡杏兒.海歸.老子 is 海信. 09:19 2019年5月29日. 
TVB 台長是格欄大，梅艷芳是伊斯蘭。 - 09:09 2019年5月29日 
馬道立.終審庭庭杖是Saint Joseph of Nazareth. 09:25 2019年5月29日  
德國外相是Lady Mary. - 09:00 2019年5月29日 
馬丁路德金是Matthew. - 09:07 2019年5月29日 
世銀行長是SIR雅典娜. - 09:02 2019年5月29日 
第二任行政長官是李白. - 09:12 2019年5月29日 
黎明是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 - 09:42 2019年5月29日 
沙士.Timson Sze是美國總統林肯. -09:27 2019年5月29日 
[] 5份 / 4760人.11人. 
沒有人一開始就擁有一切，除了皇室. - 齊喻 
奔虛 - 走過黎虛假誓言嘅人 - 137ad Lady Mary. 
James, 4:3 - Ye ask, and receive not, because ye ask amiss, that ye may consume it upon your 
lusts. 
- 終審庭出面隻像.周瑜.BenJIfixKIN.The Lord Your God. - 09:14 2019年5月29日 
. 
道可道（可以語言交流的道）， 
Do your worst.. 
非常道（非真正意義上的道）； 
Is not common ground. 
名可名（可以明確定義的名）， 
Fight for your greatest treasure. 
非常名（非真正意義上的名）。 
Is not forever ground (will destroy). 
無名天地之始（天地在開始時並無名稱）， 
Everything have a start. 
有名萬物之母（名只是為了萬物的歸屬）。 
Every name has a master.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因此常用無意識以發現其奧妙）， 
Who think everything has potential to do the worst. 
常有欲以觀其徼（常用有意識以歸屬其範圍）。 
Who always use magnified ground. 
兩者同出異名（兩種思維模式同出自一個地方但概念卻不相同）， 
So both speak in common step but different ground. 
同謂玄之又玄（這就是玄之又玄的玄關竅）。 
And pretend as secret. 
眾妙之門（它是打開一切奧妙的不二法門）。 
Everything is all in the same..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0:16 2019年6月1日 
 
If you without legal permit, enter Hong Kong, please leave as this is last advise for you to do so. 
2009年5月26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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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7/songbook-2b.pdf 
 
『神風怪盗ジャンヌ』 (Kamikaze Kaitou Jeanne) 第二期 OPテーマ 「Dive into Shine」 
https://youtu.be/-M11Lvbxxl0 
 
Macross • My Boyfriend is a Pilot 
https://youtu.be/NqWZ9nrxAfU 
 
opening 1 de kenshin ( samurai x) 
https://youtu.be/l9iP60vCTYY 
 
YU YU Hakusho - Track 6 - Sayonara Bye bye - Ending 2 
https://youtu.be/sZo8tFYnMVw 
 
Minuet (Minstrel Song Edit) 
https://youtu.be/tV6ZhcsgqcA 
 
Lunar Silver Star Story Complete - Opening 
https://youtu.be/71ripBa8Ga8 
 
Ranma ½ - Ending 8 "POSITIVE" (Positive) 
https://youtu.be/tFO59MsMpew 
 
ときめきメモリアル 二人の時～forever～ 
https://youtu.be/OxrW7Sqgm-A 
 
Tales of Vesperia - Opening Full - Ring A Bell 
https://youtu.be/spO3Klq3B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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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7/songbook-2b.pdf
https://youtu.be/-M11Lvbxxl0
https://youtu.be/NqWZ9nrxAfU
https://youtu.be/l9iP60vCTYY
https://youtu.be/sZo8tFYnMVw
https://youtu.be/tV6ZhcsgqcA
https://youtu.be/71ripBa8Ga8
https://youtu.be/tFO59MsMpew
https://youtu.be/OxrW7Sqgm-A
https://youtu.be/spO3Klq3B7U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EnbFrbt1uUVp1X7vUW6taZ_0GsgubCS/view?usp=sharing 
 
38 Great Harmony ～ for yamato2199 
https://youtu.be/UGtoMB9HeYI 
https://youtu.be/43SYLJJSMX8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2 
 
無盡的華爾茲 
https://youtu.be/y8_wPksxAo4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6 
 
"我係小忌"廉 
https://youtu.be/7aEFGJmJCh4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5 
 
Sparkle 
https://youtu.be/BgSoiZhkKZw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38 
 
『神風怪盗ジャンヌ』 
https://youtu.be/W9As5I4xG_Q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68 
 
UVERworld - Fight for Liberty 
https://youtu.be/-TObQo6kf-4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64 
 
Gundam Unicorn RE0096 OP FULL 
https://youtu.be/2Fq4cZ1nYaw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3 
 
涼宮ハルヒの憂鬱 
https://youtu.be/WWB01IuMvzA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16 
 
Original Macross Opening Song 
https://youtu.be/P-r4wx5ZYHI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34 
 
口袋裡的戰爭 
https://youtu.be/wlmknkCxJX4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50658252_10217929074322482_66956280046949
49888_n.jpg 
 
Macross Frontier Lion HD 
https://youtu.be/igP_cJ_sDYs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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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EnbFrbt1uUVp1X7vUW6taZ_0GsgubCS/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UGtoMB9HeYI
https://youtu.be/43SYLJJSMX8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2
https://youtu.be/y8_wPksxAo4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6
https://youtu.be/7aEFGJmJCh4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5
https://youtu.be/BgSoiZhkKZw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38
https://youtu.be/W9As5I4xG_Q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68
https://youtu.be/-TObQo6kf-4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64
https://youtu.be/2Fq4cZ1nYaw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3
https://youtu.be/WWB01IuMvzA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16
https://youtu.be/P-r4wx5ZYHI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34
https://youtu.be/wlmknkCxJX4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50658252_10217929074322482_6695628004694949888_n.jpg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50658252_10217929074322482_6695628004694949888_n.jpg
https://youtu.be/igP_cJ_sDYs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1


残酷一叮at天使廚房之大利冒。 
https://youtu.be/o6wtDPVkKqI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8 
 
銀河大爆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NpLsp1XSk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40 
 
Lively Motion 生活物博.文明 
https://fanixme.files.wordpress.com/2019/03/lively-motion-full-saber-marionette-j-to-x-ed.m4v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56 
 
Successful Mission (你都有本正當嘅Menu下話) 
十字牌牛奶 - .Mission (傳道) Failed 因為要飲人地嘅 1970. - 04:53 2019年6月24日 .傳道嘅責任盡

在神身上，克盡己任，克己服禮。克己復祉係假的。 - 13:22 2019年6月25日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opening-_-saber-marionette-j-successful-mission.m
p4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27 
 
DREAMS 
https://youtu.be/GTYyR-OFbq0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33 
 
Resolution 
https://youtu.be/U17S_2sV6ew 
https://youtu.be/S52QQiBGNUI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53 
 
君色思い 
https://youtu.be/j_6sXT0_E9s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3 
 
Macross Plus intro 
https://youtu.be/a3PbBxrCO9U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8 
 
11蚊套餐係for RESERVE NEED. 你要Probation就食佢啦. - 迪士尼 
食17/18蚊套餐實係同三Jkheth有過節嘅. - M 
- 16:11 2019年1月26日 - 15:09 2019年7月3日 
無盡的華爾茲 
https://youtu.be/y8_wPksxAo4 
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 
 
(c)fanix.me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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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o6wtDPVkKqI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NpLsp1XSk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40
https://fanixme.files.wordpress.com/2019/03/lively-motion-full-saber-marionette-j-to-x-ed.m4v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56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opening-_-saber-marionette-j-successful-mission.mp4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opening-_-saber-marionette-j-successful-mission.mp4
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27
https://youtu.be/GTYyR-OFb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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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53
https://youtu.be/j_6sXT0_E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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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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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4/songbook-2.pdf#page=7


 

 
澳門 .MACAU  

聖德肋撒 .St Teresa Church 

 
香港 .British (Hong Kong) 
Colony 

 
澳門. 藍.天道家.第三世界.天道小茜.碧奇.無敵.蔡赛西.節子.囧.綾波麗.瑞司令.優.卡逃難之士.阿兒1.
莉莉絲.皇崗.白龙.米妮瓦拉欧.薩比.要塞.超時空要塞.自護.胡杏兒.老子.哥斯拉.布欧.亚萨斯泰姆.泰
姆.子彈.藤條太郎.青音海斗.海斗.Q太郎.鴨嘴獸.白河愁.黑曜石.悪魔城.惡魔少年.杜拉格斯.射手座.
金馬.王牌.同盟.王牌同盟.梅花王牌.大和.魔幻.阿斯蘭薩拉.国木田楓.昴凉子.西布克亞諾.茉莉卡.歌
奧胡力奇.核.高達.重高達.使A徒.龍翔道.海子.黎明美.海歸.海信.前海.海.貔貅.阿重霞.蒂安.收皮.茱
麗葉.美女.贝儿.海德.伯爵.公主.海德伯爵.神谷薰.山本玲.第5使A徒. 聖德.聖騎. 薰.先治.真嗣.碇真嗣.
飞鸟.飞鸟大贵.加路兰度.加路.黑暗.汝.兰度.水野亚美.奇犽 
胡杏兒 - Withstand not in power, but in Hope, Faith and Love. 
. 
澳門. 胡杏兒.囧.老子. 道德經.海倫當.海歸.前海.海信.皇崗.龍翔道, 所有一切在於態度。 06:26 2019
年7月13日 
. 
媽閣廟.車公廟. - 06:24 2019年7月13日 
. 
香港.粵廣總督.最終皇帝.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閣.獅子山.垃圾龍.黃琪英.黃天琪.黃佩琪.
星曆.梁逸駿.上帝.鵰.雅閣.蒙羅麗莎.羅密歐.元素.漢高.法律.帥媽.真理之口.命運.地契.地球.天主.神.
阿當.黑奴.愛麗斯.唐吉訶德.富士.殿.泰姬陵.阿根庭.獅子象.終審庭出面隻像.最終法庭.地平線.維他

奶.神喻.前後對稱.創世.送達.十誡.周瑜.大三巴.撒者.將先.千禧.收皮.貔貅.港珠澳大橋.零一.店小二.
馬百良.團長.樂湖居中央公園.前.前海.天马座.星矢.匿獅Lion 
梁逸駿 - Long we have all hope and faith we see The Lord Your God. 
. 
https://www.facebook.com/lazylionhk/ 
匿獅Lion .History itself speak to Leung Yat Chun Joseph JP MBS JUDGE - 17:29 2019年7月12
日 
. 
香港.粵廣總督.國君.國歌.當局.工務.香港皇家雅閣.終審庭出面隻像.最終法庭.最終皇帝.黃佩琪.梁
逸駿太平紳士.法律.天马座.匿獅Lion,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呎, Shima,  法治

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 22:26 2019年7月12日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DocuSign Envelope ID: 1D23BC26-2B08-438C-9D68-881F8D1451A8

2019/7/13

https://www.facebook.com/lazylionhk/


1982 怯律.畏罪嘅意思 – 法律;法例禁止冒充，普通法不是法律。 以普通法(Cammon WAR)為名冒
充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根據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第17條保護令(聯合)，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及香港法例第74
條戰爭條約，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
責任，即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使用普通法者必然沒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
許，必為犯罪者。 16:33 2019年7月12日. 

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責任，即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
立時取消. 20:24 2018年11月24日 | 普通法不是法律。 以普通法(Cammon WAR)為名冒充一致法
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根據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
第17條保護令(聯合)，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及香港法例第74條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責任，即屬
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使用普通法者必然沒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必為犯
罪者。 16:46 2019年1月2日 
.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
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
年7月12日 
. 
NOTE:我從末授權任何法律學位。 – 法律 18:42 2019年3月18日 
. 
法例禁止CONSULTANT. CAP.1 禁止律司 任何法律事務皆禁止律司。 
NOTE:版權不是法律。- 黃琪英.黃佩琪.梁逸駿.獅子象.法律.J 06:12 2019年3月20日 
. 
有刑事罪行的，不代表司法之私人檢控人，刑事檢控專員。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
，向他人要脅法律責任，即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20:24 2018年11月24日  
. 
香港法例 BRITISH (HONG KONG) LAW ，所有香港(人口 / 非人口)應當遵守，地球之法律 LAW
，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生養死葬如廢除，死後冇地方可去。 – 
並由上帝作決定。 LAW of Britain 是審訊正常/不正常的Benchmark, since 20ad. – 12:55 2019年6
月8日 1900 私家車;智慧果;千秋墟;球錦記;米田共;中立國;敗北超;雅閣愛;天水圍;信望愛;光淨裁;和
合石;丙乙希;新世紀;天麗名;唔同乙;二十後;古洞北 2014。歷史的中央，栢名恆，中國，香港，每
代都有 – 繽紛嘅顏色。 歷史。 – 13:06 2019年6月8日。DEGREE 程度 皇室對你信任程度。資源
的分配由國旗(香港)來定 (1932)。CAP.6 大學 皇室之信任才可授權資格。 – 13:07 2019年6月8
日。ABC Bank Attached B Syntax 起源 起源者 Starter, 成全人 Willer, 立法人 Deeds, 擔保人 
Guarantor 都得起源值為 2 Infinity Balance，過後需完全賠償，擔保者需一同賠償如涉貪。最高之
起源者為雅閣。(-132AD) – 14:11 2019年6月2日。BANK A, Bank B, Bank C 分別為三粒星，兩粒
星，一粒星香港居民，各自享有不同條件。- 法律.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3:09 2019年6
月8日 
. 
人民(Peasants) – 市民(Citizen)，公民(Workers)，人口(People)，民眾(Servants)。奴隸(Slaves) – 
非人口(Outsiders)，囚犯(Criminal)，重囚犯(Prisoners)，死囚(WANTED)。 – 19:35 2019年5月25
日 
. 
NOTE:凡不被Shima認可者，皆不是Peasants 人民，在任何Common LAW System國家皆是該國
家冇任何權益之人口，不得上訴。- 法律 12:22 2019年5月5日 
. 
法官閣下 I authorize Leung Yat Chun Joseph to 陳詞. This is the truth. – 2018 - 07:44 2019年7月
13日 
. 

☑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 
☑British Law. 
☑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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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黃佩琪是LAW of Britain (LE)，即終審庭出面隻像.法律。. 
☑中國憲法。 
☑十誡 TEN COMMANDMENTS 
☑塔木蘭 TALMUD 
☑基本法(Basic LAW) 
. 
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s15) 
法治的角度在乎日與夜 – 程度 (s15) 
正義女神象徵法院公正 (1654AD, France)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 聖經, 私呎, Shima (-136ad) 
所有的真和假都有其真正含意 – 公呎, 天主教, 耶和華 (-120ad)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136ad) 
法治之下人人平等，人人是指普通人口，而非官員或皇室，法治是皇室的管治。 – 法律 16:29 
2019年4月19日 
凡公司(公務機關)冇可能是Civilization文明。 – 17:17 2019年6月1日 
神 GOD . A Universal standard to reduce conflict through the highest bear all risk without consent 
of it’s civilization. 
皇室 R001 . A owner of a civilization. Consent received from System1 under JUSTICE and 衫皇

室 or GODS 禾申. – 17:50 2019年6月29日 
. 
根據地契，擁有人Shima (now.)現要求賠償有人冒認地球之擁有人，根據香港法例第2條破產規則

，在不明文的情況下下能命令別人破產。任何人冒認擁有地球任何一 部份，必須立即永久破產。

11:42 2019年1月5日 
地球之法律 LAW，Common LAW system 一致法例系統。法例禁止冒充。 
. 
並由上帝作決定。 LAW of Britain 是審訊正常/不正常的Benchmark, since 20ad. CAP.17 保護令

(聯合) 任何向 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NOTE:我從末授權任何法律學位。 – 法律 
18:42 2019年3月18日 
. 
NOTE:遊行皆冇法律效力。 – 法律 
死囚暴動唔可以接受。 – 法律 17:01 2019年5月31日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16:47 2019年5月31日 
.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

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
年7月12日 
. 
既不同意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又何必利用香港任何身份攀關係? – 香港皇家雅閣.工
務.當局.獅子山 2019年6月9日 18:30 NOTE..vice versa. – 15:36 2019年6月14日.. 22:09 2019年6
月15日.. 
. 
NOTE:民主means由民眾組成的政府(而不是皇室委任)。民主對皇室/衫作反代表其民眾需付責，

只要涉貪。 - 08:07 201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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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deos.files.wordpress.com/BXvxQAjL/e88081e9a699e6b8afe7b3bbe58897efbc9ae4b88d
e6bc8fe6b49ee68b89e28094e28094e8b68ae58d97e99ba3e6b091e8ada6e5918ae5bba3e692a
d_hd.mp4 
香港對越南船民已經實施甄別政策 
跟住嗰段越南話廣播 
就係向佢地講述呢個政策嘅內容 
. 
不懂道理，無正室類人權大行動。 
懶人執行大行動，凍你未壽。 
任權又未來，竟執入境行動。 
會扔媒氣彈回封違禁品咁又點。 
死末再黎人類入境末得。 
拿人類入境未得，何來入境兵足吵鬧鬧。 
一率被定罪從新出發，還可者被監禁。 
做人類被貪監禁半年都嫌長，你居然夠膽黎搶.6441字 
- 20:14 2019年6月10日 [] [] [] 查詢請向Court of London. 
 
.欄啦 – 19:30 2019年5月28日 .If you without legal permit, enter Hong Kong, please leave as this 
is last advise for you to do so. 2009年5月26日 [] . 
 
American Constitution 第一條列明OBEY GOD, 第二條 NO JUSTICE BY HUMAN 第三條 
CHALLENGE MEANS DEATH 1852年 - []. 19:21 2019年5月10日 
. 
United Nations: Home 
. - 03:15 2019年6月6日 
. 
Nations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 
United. 
United .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 .. - 03:18 2019年6月6日 
. 
.In the name of the Gods in Greece - 03:19 2019年6月6日 
. 
CAP.73 字印大小 
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 
這是冒充。 - Shima .示. 
. 
2019 美國公司聯合國(United Nations)惡意冒充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偽造公文。 - 
03:22 2019年6月6日 
. 
NOTE:因美國.2001年阿爾蓋達發動911事件(nin天主教)所以2004年制裁伊朗，2008年佔領27國，

2014年策動花太陽暴動，花茉莉政變，(.修羅國 with IBM Instruction Manual.)摔遮傘暴動，再行

2018年向香港，土耳其，中國發動貿易間諜戰爭，並以此等理由拘留手提電話生產商華為董士孟

晚舟作勒索用途。2019年，美國第18年慶祝911恐怖戰役against多國(國王的節日911)。- 美國戰

爭主義. 07:54 2019年3月9日. - 12:33 2019年3月30日 美國戰爭 
. 
沙士 : 神 The Lord Your God 同學。 CAP.162 沙士 任何人襲擊沙士者皆會被檢控。  
NOTE:有人以禽流感為題材偽造沙士者(F5G 1995)為軍隊並多年謀殺，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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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幫人偽造其自己為沙士者(F5G 1995)並以假謀奪政權，於香港及世界各地。 
國際刑警(INTERPOL)包括5方，香港警察(創立者，1995)，美國軍方，瑞士刑警，瑞典軍方，香

港稅務局。謀殺超過9650人，自2000年起。  
沙士，卻敵不. . 沙士正 (1979). 沙士(2003) – 英譯:To Steal .273字，中譯:(戰爭行為). NOTE. - 
08:11 2019年7月13日... 
. 
此地無銀Shima百兩(馬百良)。  
– EDB 1980 – 13:23 2019年6月14日  
梁(銀兩)銶琚學校  
– EDB 2004 – 13:29 2019年6月14日 . 
CAP.73 字印大小以假（無論大小）都是罪行。. . 
. 
如果大律師同法律意見相左應該聽大律師定法律?這不是極端的違法行為嗎?無論以香港法例還是

以基本法。 為什麼 一種專業嘅態度 要優於 法律?  
If BAN and LAW divide should hear BAN or LAW? This isnt violate LAW behaviour? No matter 
under British (Hong Kong) Law or Basic Law. Why professionalism has to violate LAW?  20:24 
2018年11月24日 link  07:49 2019年7月13日 
. 
UGL Limited 還是 UGL? 為什麼兩個字唔同嘅? 
. 
Contact Us – UGL Limited 
https://ugllimited.com/contact-us – 翻譯這個網頁 
Locked Bag 903. North Sydney NSW 2060. Australia 
UGL – 英譯:”^(Hong Kong Police) want to (not obey) steal ^(Hong Kong Police) .234 words” 中
譯: (違反法律)。 
唔知唔係理由， 香港警察。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 08:02 2019年7月13日 link 
. 
唔準 綁架 良好 市民 
唔準 勒索 軟弱 政府 
唔準 要求 政改 贖金 
唔準 強佔 馬路 撕票 
WE HAVE KIDNAPPED Ordinary Citizen 6381人(富豪，名人，神，高官，政府人員，公務員) 
勒索文by警察全體 弱勢政府 =/= 公務員政府 
689份NOTE(香港警察) DEMAND 美字Political R eform (取締香港政府唔準) 香港警察謀殺法官黃

佩琪罪名成立。 
FI6份NOTE(周生生，周大福，LCW，香港警察，IRD，EDB)LE and (一級偽造案底) Enforce 
labour arrest and murder 香港警一級謀殺皇室 x 1000次. 
NOTE:禁止謙遜地撕票終審庭出面隻像.法律.送達。 
反對撕票，市民無罪。- The Lord Your God .示. 
. 
NOTE:UGL是香港警察以槍枝勒索政府權利。 
NOTE: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香港警察是以槍枝勒索神的權利。 
NOTE:禁止謙遜地撕票終審庭出面隻像.法律.送達。 
反對撕票，市民無罪。- The Lord Your God .示. - 08:03 2019年7月13日 l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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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憲法，打架者承擔一切法律責任，戰爭者不准投降，及香港法例 第1條 公文規定，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及第18條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及第74條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香港警察之任何成員皆為士兵(美國)，皆為香港之敵人，在香

港沒有任何權利，皆為通緝犯及持槍行劫者。NOTE 13:44 2019年33月20日. 
. 
UGL “大律師公會發聲明 促律政司就UGL事件徵獨立法律意見” Reply: 香港拒絕擔保栛會要求法律

(LAW of Britain)之意見: I AM LAW OF BRITAIN, THE ONLY LAW, MY OPINION IS ALL 
JPMORGAN’S LAWYER (律師,大律師) SHOULD BEAR ALL RESPONSIBILITY OF THIS 
TREASON. 1982年起. link  - 07:49 2019年7月13日 
. 
"法律界6.6黑衣遊行".. 
法律界..^(美國國會)偽唔準冒唔準律唔準師唔準唔準公會同大唔準家唔準講我地有罪係^美國國會

唔準無罪.4621字 - 10:29 2019年6月2日 
CAP.18 戰爭合同 
凡與敵國簽署同盟者需付同樣責任。 
. 
NOTE:2014 CY | Leung Y.C.(Leung Yat Chun) 終審庭出面隻像 正義女神象徵法院公正 17:37 
2019年3月14日 
. 
工務員 .JUSTICE SERVICE. 10:43 2019年5月10日  
NOTE:工務員(Royal Worker, 香港皇室人員)≠公務員(.Public Servants) 08:53 2019年5月10日 
CAP.286 工務員條例 凡合約於政府者皆不可從事非法工作。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務期間）皆
為自動由公文系統控制。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 
1967暴動後美國間諜公F務B員I束意冒充工務員。 - 08:34 2019年7月13日 What is gov(.American 
Government).hk? 一開始已想(gov.uk British Government)叛變。 - 08:36 2019年7月13日 
. 
2019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DOM務部 Ltd.:”歡迎，感謝美國同德(.nin color 唔準 .67字)國關注香港事

務” 必定是間諜of香港。 – 10:23 2019年5月27日 link 
. 
FBI人員，公務員(.FBI)，informant 間碟，需自行承擔。如非工務。 – 08:07 2019年5月10日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公務員 .Civil 美國聯邦總局 – 09:38 2019年5月10日 
CAP.74 戰爭條約 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一級偽造法律)美國聯邦總局 – 09:41 2019年5月10
日 link 
公務 任何管理公司皆冇權稱其擁有任何管理之物業業權。vice versa. – 法律 CAP.17 間諜處罰 凡間諜

於外國者不受條例保護。 CAP.18 間碟合約1974 所有和間諜相關者將被永久追殺。- 16:16 2019年7月
12日 員薪 1982 怯律.畏罪嘅意思 – 法律;法例禁止冒充，普通法不是法律。 以普通法(Cammon WAR)
為名冒充一致法例系統(Common LAW System)及基本法(Basic LAW)，根據香港法例(British (Hong 
Kong) LAW)第17條保護令(聯合)，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及香港法例第74條戰

爭條約，啟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除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任何人，向他人要脅法律責任，即

屬犯罪，所有法例 / 公文之權力立時取消，使用普通法者必然沒有許可証或當地律政司容許，必為犯罪

者。 16:33 2019年7月12日. 酬調整2019. 公務員薪酬調整2019. - 08:31 2019年7月13日 
. 
【跟進域外法權】（12/07/2019）去信林鄭催促回覆 
【跟進域外法(1982 怯律.畏罪嘅意思 - 法律)權】（12/07/2019）去信林鄭催促回覆 
https://www.facebook.com/AlvinYeungCP/videos/894398847593299/ 
Simple english: are you lawful?. 
no. I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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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 .Frighten 權 .How dare you speak for right to crimed person 1984年 - 17:19 2019年7月12
日?...CAP.1 公文規定 根據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越。 
What right do you expect for crimed person? and who gave you permission to ask for right for 
crimed person, against The highest government official in Kingdom, Hong Kong? - Prince Jacobe 
(黃佩琪) - 23:55 2019年7月12日 
. 
宿便 – 通便有限公司，教育局旗下。 
未食的解毒藥(已解毒after 開罐，我話我想食) 
宿便 – To s.236字 
通便 – To b.242字。 
. 
死囚暴動唔可以接受。 – 法律 17:01 2019年5月31日 
死囚意見調查有多準確?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擁有人 of 香港) – 10:25 2019年6月10
日  
現存香港人口(2019)佔4506地球年雅典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總人民(Peasants)不足0.(90
億個0)1%。 –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擁有人 of 香港) – 10:29 2019年6月10日  
“你地全部應該死” – 以公文詢問所有雅典In the name of Gods in Greece總人民(Peasants)之回

覆。 – 法律 10:33 201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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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952年國旗，旗的主體為
舞獅，向馬百良致敬。 - 1952
年，香港資料館。 - 13:09 
2019年6月25日 
天主教，雅閣 – 兩首船。最終
審判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
也必如何 – 聖經 (-136ad) 法
治之下人人平等 – Shima 
(-136ad) 

 
CAP.1 公文規定 根據
JUSTICE定立公文，不准潛
越。 "管理人員" (keeper) 指根
據本條例第111條(.System1即
係Shima即係The Lord Your 
God)獲委任為遊樂場地管理人
員(公文規定)的人。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作不可與
其他行業相比。 CAP.71 阻礙
公務 但凡阻礙公務者皆需付全
部責任。 CAP.74 戰爭條約 啟
動戰爭者付上最終責任。 

 
並由上帝作決定。 LAW of 
Britain 是審訊正常/不正常的
Benchmark, since 20ad.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 
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
國家宣戰。 NOTE:我從末授
權任何法律學位。 – 法律 
18:42 2019年3月18日 

 
AWARD 通緝 
香港警察，間諜，現正被

Court of London及最高法院通

緝。[] 
最終法庭已判通緝，見死者，

充警香港警察，間碟 。 - 
06:54 2019年7月13日 
 
WRIT 手令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警方要有

手令才可查閱市民的手機、電

腦。 – link 

工務員 .JUSTICE SERVICE. 
10:43 2019年5月10日  
NOTE:工務員(Royal Worker, 
香港皇室人員)≠公務員(.Public 
Servants) 08:53 2019年5月10
日 CAP.286 工務員條例 凡合
約於政府者皆不可從事非法工
作。  
CAP.67 行業規例 從事政府工
作不可與其他行業相比。 
CAP.78 自動波 所有動作（工
務期間）皆為自動由公文系統
控制。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
向236國家宣戰。 – 香港皇家
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 

 
 

 

DocuSign Envelope ID: 1D23BC26-2B08-438C-9D68-881F8D1451A8

2019/7/13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posts/1142304512628282


 
正義女神朱斯提提亞(Justitia)是一蒙眼女性，白袍，金冠。左手提一秤，置膝上，右手持一劍，一

束棒。束棒纏一條蛇，腳下坐一隻狗，案頭放權杖一支、書籍若干及骷髏一個。 
. 
Shima harmed, and with JUSTICE and LEGAL, He/She upheld LAW. -1654AD, France. 
正義女神象徵法院公正 
. 
梁逸駿太平紳士(黃佩琪)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三月二十七日）宣布委任四位香港特別行政區資深大律師。新獲委

任的資深大法官如下:黃佩琪. .Judge .Judge 
 
黃琪英 – Shima has the right of British Royal, She cannot be HIGHEST LORD OF EMPIRE 馬百

良代 descend, British Royal of all Britain. 馬百良代 
 
黃天琪 – Shima has the right to wear Kingdom of Hong Kong The Lord Your God do not interfere 
Shima de The Lord Your God. 趙常越代 
 
黃佩琪 – Shima have right to be Royal of England, LE has LAW of Britain status, King Jacobe of 
Israel. 梁逸駿代 
 
成功冇僥幸 – To be encertain that fellow Hong Kong members (1982年6月), that we have 
receive award of 黃琪英 de Shima that all 難灘子 caused by 美國聯邦公司 (Federal Business 
Services) has to be decrypted and upon receipt recover LE’s original title. Shima de Highe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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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1986起. all disobey 香港貴族 shall descend in Jail. no exempt – 1986年6月. 18:11 
2019年3月10日. 
 
Copyright fanix(FAINX)，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 2., 3. 法官，太平紳

士，上帝。 – 16:10 2019年6月6日 – 11:23 2019年6月8日 
 
當局 - .香港皇家雅閣 - 10:37 2019年5月21日 The Authority .Justice Services - 22:17 2019年5月
22日 香港皇家雅閣.工務.當局.獅子山.國君.梁逸駿太平紳士.聖經舊約.維他奶.蘋果日報 - 11:49 
2019年6月14日. 富士.殿.上帝.鵰.雅閣.門常開 - 21:59 2019年6月13日. OUHK. 30. OUHK .香港大

學正式屬於梁逸駿太平紳士.法律 Hong Kong University is now prohibited to use the name 
forever. 
 
原審法官 黃琪英.黃佩琪 香港.香港皇家雅閣 －袖珍戰爭字典(1989)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香港皇家雅閣_1.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最終法庭_2.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三月二十七日）宣布委任四位香港特別行政區資深大律師。新獲委

任的資深大律師如下： 黃佩琪  
Copyright fanix(FAINX)，根據LexisNexis, 535, 法官/正義 Justice，我代表1.,2.,3. 法官, 太平紳士,
上帝。 
CAP.17 保護令(聯合) 任何向FAINX之襲擊行為皆會向236國家宣戰。 
香港法例 British (Hong Kong) Law https://fanix.me/2018/08/26/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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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E9%A6%99%E6%B8%AF%E7%9A%87%E5%AE%B6%E9%9B%85%E9%96%A3_1.pdf
https://fanix.me/wp-content/uploads/2019/06/%E6%9C%80%E7%B5%82%E6%B3%95%E5%BA%AD_2.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803/27/P2018032700342.htm
https://fanix.me/2018/08/26/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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